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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担当篇

身在异乡心向党

万里征程不迷航

“在海外执行维和任务，更需立根固本、
铸牢军魂。”

这是维和战士马旭的深刻感受。前不
久，警卫分队下士马旭面对鲜红的党旗高举
右拳，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他
激动地说：“出国执行维和任务，让我对党的
感情越来越深。”

来到维和任务区后，马旭发现，巡逻
时走在最外侧的是党员、危险时刻冲在第
一线的是党员……这让马旭对党的认识和
理解越来越深刻，加入党组织的愿望也越
来越强烈。

入党后，马旭第一时间向父母报喜：
“爸、妈，远离祖国的日子，我更加坚定了自
己的信仰。”

身在异乡心向党，万里征程不迷航。马
旭的感悟，说出了广大维和官兵的心声。“越
是远离祖国，越是要将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的学习抓紧抓实。”为了让官兵在异国他
乡学好党的创新理论，警卫分队开办“中国红·
和平蓝”微信学习平台，开设了“习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两会亮点解读”“军事名家论
坛”等栏目。

置身战火，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忠诚的
分量。一次长途巡逻任务中，刺耳的枪声突
然响起，官兵迅速布防到位。“枪声越来越
近、越来越密集，最激烈的时候，迎着枪声
前行的是党员，带头向着危险‘逆行’的也
是党员。”在战士朱连杰的记忆中，党员永远
是一面冲锋在前的旗帜。

不畏艰难挑重担

过硬作风受赞誉

这是一次与时间的赛跑——
今年 3月，中国第 4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

队应尼日尔战斗营请求，深入恐袭频发的梅
纳卡地区，执行营地修复任务。按照联马团
工程部门的估算，修复这座残破不堪的营地
至少需要 3个月时间，而官兵还有两个月就
要回国了。
“不能留下半截子工程。”中国工兵冒着

高温，每天坚持全副武装作业 10余个小时，
用 40多天时间高标准完成 11套 39间板房搭
建任务，并初步完成营区供电供水线路规
划。验收时，联马团民事工程处主管史密斯
称赞：“这样的奇迹只有中国军人才能创
造！”

在马里维和任务区，遇到急难险重任
务，联马团往往最先想到中国蓝盔。每每
临危受命，维和官兵总是说，维护和平是
党和祖国赋予的任务，我们必须坚决完成！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较量——
去年 12月，一位全身缠着绷带的伤员被

送往中国维和医疗分队。院方几位专家深
知，这是一次非常规救治，如果留下伤员，
既会超出规定的救治范围，还要承担救治失
败的风险。

救还是不救？医疗分队负责人贾哲当机
立断：“马上手术！”经过 6个小时的努力，
伤者终于脱离了危险，而医护人员已经累得
快站不住了。像这样的抢救，贾哲在马里经
历了 84 次，抢救成功率达 100%。中国维和
医疗分队被联马团评价为“战地医院的典
范”。

每年 6 月，马里加奥地区都干旱少雨，
当地民众的饮水难题无法解决。中国维和
部队克服安全形势严峻、承担任务繁重等
现实困难，把饮用水送到居民区。联马团
一位官员称赞他们说：“你们纪律严明、担
当重任，你们是精英中的精英，拥有你们
是我们的骄傲！”

直面生死不退缩

危急关头显本色

锃亮的子弹，压满了弹夹。
战士贾富杰全神贯注，时刻准备着——

也许下一秒，子弹就会发射出膛。目标，不
是靶纸，而是有攻击举动的恐怖分子。

马里，一度被视为“上帝遗忘的角落”。
持枪扫射、汽车炸弹……近一年，联马团安
全部门通报各类恐袭事件 640余起。可就是
在这里，中国维和官兵直面生与死的考验、
血与火的洗礼，在世界舞台展现了中国军人
的担当和风采。
“时时刻刻行走在生死边缘，从来没想过

后退半步！”警卫分队装甲车驾驶员刘鹏江的
一句话，说出了维和官兵的心声。

一次，刘鹏江奉命随队护送物资，车
队一辆装甲车在中途突然抛锚，一群武装
分子很快围了上来。怎么办？官兵没有一
丝犹豫，立即进入战位，枪炮上膛，准备
战斗。

危急时刻，刘鹏江和几名骨干跳下车突
击抢修。故障排除后，刘鹏江才意识到自己
的头被碰破，血还在不停地流。

直面生死不退缩，危急关头显本色。联
马团前总司令劳莱斯加德将军说：“中国军人
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技能和专业素养，在联马
团各国部队中首屈一指，令人敬佩！”

和马里的情况一样，在南苏丹、苏丹、
刚果（金）、黎巴嫩等维和任务区，中国蓝盔
用青春和热血守望和平，为饱受战火蹂躏的
民众撑起安宁的天空。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中国各支维和
分队纷纷举行向党旗宣誓活动。面对鲜艳
的党旗，官兵庄严宣誓：忠实履行使命，
维护世界和平，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党的
十九大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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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剑：瞄准实战打基础

平时多淬火，战时敢亮剑。临沂舰在
也门撤侨行动中的出色表现，源自平时对
战斗力标准的一贯坚持。2012 年，临沂舰
尚未出厂，舰领导就坚持训练计划早定，
部署操演先练，边监造、边培训，边试
航、边训练，带领官兵制订完善全舰操演
计划 130个。

损管训练，关乎舰艇的海上生命力。一
次，舰上组织损管训练，警报发出不到 1分
钟，就有舰员拿起损管器材往舰艇破损处
冲，后续赶到的损管队员也都按“常规”动
作展开部署。

站在现场，时任舰长高克当即喊停：“破
损直径多大？火势多大？有没有对现场状况
进行快速评估？”

为了提高舰员损管训练水平，舰领导
带领部门干部重新讨论训练方案，前后损
管队集合时间、穿戴防火服时限、舰艇受
损情况判定……每一个细节具体到人，细
化到秒。

从严组训，严出来的是战斗力；实战练
兵，练出来的是真功夫。入列仅 9个月，临
沂舰就顺利通过全训考核，一柄“海上利
刃”初露锋芒。

2013年，舰队组织专业比武，当时临沂
舰才入列不久，但全体舰员却目标一致：“苦
练精练，一定要拿第一！”

为了节省攻击时间，声呐兵不断操练，
缩短上报口令；为了更准确选择攻击阵位，
反潜长反复练习对表查找数据。那次比武，
临沂舰以绝对优势夺得第一，为战舰勇闯大
洋奠定了坚实基础。

砺剑：惊涛骇浪显锋芒

2013 年 4月，黄海某海域风急浪高。临
沂舰正在执行系列实兵对抗演练任务。
“距离××，方位××，发射!”随着指

挥员一声令下，数枚导弹吐着火舌从临沂
舰前甲板呼啸而出，最终实射导弹 5 发 4
中，副炮成功拦截漏网靶弹，临沂舰抗导
成功率 100%，创造了当时海军同型舰入列
时间最短、实射导弹最多、命中率最高的
纪录。

战舰的舞台在大洋。2014 年 12 月 2 日，
清脆的汽笛在海空回响，临沂舰官兵难掩心
中的兴奋，他们即将出征大洋，赴亚丁湾索
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深蓝大洋是练兵的广阔舞台，临沂舰
抓住这一时机锤炼远海机动作战能力。
实弹射击、综合攻防、损管操演……循环
往复的护航航道上，临沂舰的战斗警报
不时响起，仅反海盗演练一项就操演近
百次。

大洋亮剑，实力就是底气；远洋护航，

商船安全是硬指标。看似平静的亚丁湾，实
则是危机四伏的战场。

2014 年除夕，临沂舰值更官兵报告：
“发现疑似海盗母船一艘，拖带 4艘快艇，左
舷××度，距离××链！”正在驾驶室值班
的时任舰长高克果断下令：“进入一级反海
盗部署，密切观察小艇动态，信号兵呼叫目
标！”

在通告被护商船进行规避的同时，临沂
舰加速转向机动，将可疑船只与被护商船隔
离。信号弹、爆震弹，警告射击！一连串及
时高效的举措，让可疑船只无计可施，其舱
面人员只得举起了双手。

143 天的护航行动，临沂舰与编队先后
护送 36 批 106 艘中外船舶安全通过亚丁湾
海域。

亮剑：也门撤侨见担当

如果说常态化的护航行动，是对临沂舰
的“常规”考核，那么冒着战火急赴也门撤
离中外公民，则是对临沂舰的实战检验。

2015年 3月 26日，正在亚丁湾执行护航
任务的临沂舰，紧急受命赶赴也门撤离中外
公民。面对靠泊港口陌生、航海资料有限、
安全形势严峻等考验，临沂舰官兵彻夜研究
进港航线、推敲靠泊方案、准备所需物资，
仅一天时间就制订了从也门 3港向 4国 5港的
撤侨方案，完成 7个专项警戒防御方案和 8种
特情处置方案。

靠泊也门，港口附近炮声隆隆，枪声不
断，硝烟弥漫。为了让同胞早一刻远离战
火，编队主动与港区沟通协调，仅用 1个多
小时就将全部人员接上军舰。

马不停蹄。4月 2日晚，临沂舰奉命驰援
也门荷台达港撤离中外公民。此时，荷台达
地区战事激烈。为使人员快速登舰，官兵在
码头开辟 6个安检通道，确保撤离人员在 1个
小时内登舰完毕。

登舰过程中，距离临沂舰舰艏前方 4公
里处突然扬起爆炸浓烟，一颗流弹打在距
泊位仅 20 米的一座塔吊上。枪炮声中，临
沂舰官兵临危不惧、处乱不惊，组织人员
快速撤离。

9天之内 3进也门，临沂舰将 163名中国
同胞以及 13个国家的 279名公民安全护送至
吉布提港，圆满完成也门撤侨任务。

这是中国首次派遣军舰直接靠泊外国
港口撤离中国公民，也是中国军舰首次撤
离外国公民，充分展示了中国海军的和平
使命和大国担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
赞誉。
“呜……”汽笛长鸣，临沂舰又一次驶

向深蓝。舰政委高景新在驾驶室极目远
眺，看着波澜不惊的海面，颇有深意地
说：“党的十九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这次盛会将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
临沂舰将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始终冲锋
在强军兴军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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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航，归航！
国庆节前夕，在完成中俄“海上联合-2017”演习所

有课目的演练后，中国海军大庆舰驶上了回国的航程。
“演习区域更加拓展，演练内容更加深入，组织实

施更加规范……这次演习的成功举行，是向党的十九
大的一次成果汇报和献礼！”在演习落幕后的舰艇总结
会上，大庆舰一级军士长王正宏向记者复述了这段上
级领导的讲话。

大洋砺兵说变迁——
担任大庆舰舱段技师的王正宏是一位入伍 26年的

老兵。这些年来，王正宏先后在登陆舰、运输船、轻型
护卫舰、驱逐舰、新型导弹护卫舰 5型舰船上服役，亲眼
见证了中国海军 20余年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突
飞猛进的巨变。
“我入伍后在四明山舰服役。你可能想象不到，它

有近半个世纪的舰龄。”王正宏回忆说。1994年，动力

系统严重老化的四明山舰退役后，他有幸登上当时还
是我海军主力舰艇之一的护卫舰长治舰，干的仍是自
己的老本行机电专业。2006年，王正宏转到导弹驱逐
舰南昌舰——这艘老舰于 2016年退役后，成为南昌市
一座国防教育博物馆的主体。
“我经常对新入伍的战士说，自己军旅生涯的‘青

春期’是从 40 岁开始的。”王正宏笑着说，“2013 年 10
月，我和战友去广州一家造船厂接大庆舰。这是一艘
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战舰，我在 40岁时进入专
业知识更新的‘青春期’，只有刻苦钻研，才能适应新型
战舰！”

新老舰型之间有巨大的反差——
他再也不用在 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进行设

备维护了；再也不用坐在摇摇晃晃的甲板上吃冰凉的
饭菜了；再也不用拿着油尺测量油、水的消耗量和存
量，如今轻点鼠标就一目了然；从渤海、黄海到南海“这

段今天看来比较短的航程”中，所服役的军舰再也不用
一次次靠港加油、加水了……

从老舰到新舰，从近海到远海，从发展滞后到向世
界一流海军稳步迈进，即便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王正
宏也已亲历了太多——

过去的老式驱逐舰，一年能保障 100天的出海时间
就不错了；但现在中国海军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步

子越来越大。2016年，大庆舰出海
时间长达 301 天，创下该舰所属支
队年度执行任务时间最长的纪录。

一个人最幸运的是，能把自己
的“青春”和热血，融入蒸蒸日上的
伟大事业中去。
“我觉得自己干劲正足，过去那

么多年积蓄下了好多力量，就想着
好好发挥出来，为建设强大海军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王正宏感到一种幸福：“大庆舰正式入列至今也就

两年半，我随舰执行了至少 5次重大任务，出访了 8个国
家。这两年半，可以说比我过去 20 多年的经历都精
彩。”
“人民海军忠于党。”返航途中，大庆舰开展了以

“喜迎十九大”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回顾过去的这几年，一批老舰或转隶、或停

航、或退役，而一批应用了国家最新科技成果的新舰
陆续进入战斗序列，几艘曾是咱们支队最新的军舰，
马上就要成为最老的装备……”作为舰上兵龄最长的
老兵，王正宏在这次教育活动中的发言情真意切，
“展望未来，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在前。每一名
海军官兵都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勇敢地担负起自己
的使命和重担，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负习主席
对人民海军的关心厚爱！”

兵行万里，见证伟大时代
■本报记者 刘化迪

在马里这个战乱之地，我

更加懂得“有国才有家，国强方

民安”的道理。回首峥嵘岁月，

我看到，正是在党的带领下，中

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放眼锦绣未来，党的十九大必将

引领“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行

稳致远。我们一定不辱使命，用

实际行动向盛会献礼，用热血和

青春履行神圣使命。

——中国第 5 批赴马里
维和警卫分队一中队指导员
王志军

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

地区执行维和任务，我对祖国

发展的日新月异，有着更直接

更深刻的体会——望着“蓝

线”附近由战火造成的残垣断

壁，我为祖国的和平安宁而欣

慰；目睹流离失所的难民，我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自豪；看

到很多维和友军使用中国制

造的装备，我为祖国和军队的

日益强大而骄傲。

——中国第 16批赴黎巴
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副队
长李岗

身在马里，心系祖国。作为

一名有着30多年军龄的老兵，

看到祖国发展蒸蒸日上，军队改

革稳步推进，我心中无比喜悦和

自豪。党的十九大将是一座意

义重大的里程碑，这次盛会将引

领祖国走向更加强大的明天，这

怎能不让人兴奋？人逢喜事精

神爽，众志成城铸梦想；撸起袖

子加油干，哪怕汗水浸衣衫。

——中国第 5批赴马里维
和医疗分队军医戚金荣

喜 悦

今年，我有幸参加了中俄

“海上联合-2017”演习，并访问

了芬兰和拉脱维亚两国。在与

外方的交流中，我明显感到他

们对中国的发展赞叹不已。党

的十九大既是对巨大成就的总

结，也是夺取新胜利的起点。

作为一名带兵人，我一定牢记

职责，不辱使命，带领官兵永远

跟党走。

——中国海军合肥舰教导
员肖迎辉

喜迎盛会，我们心潮澎

湃。作为首次执行维和任务的

陆航官兵，此时此刻我们信心

满怀、激动不已。党的坚强领

导让我们的强军之路越走越宽

广，祖国的强大实力让“陆军之

鹰”飞出国门、振翅翱翔。带着

对党的绝对忠诚，我们将科学

飞、大胆飞、安全飞，飞出靓丽

航迹、飞出中国骄傲。

——中国首批维和直升机
分队飞行员胡承贤

过去5年的成就，全国人民

有目共睹，世界各国为之赞叹。

尽管身处异国他乡，但我依然能

够深深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

变化，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

豪！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我

能做的就是坚定自己的理想信

念，一心向党、铁心向党，在辽阔

的非洲大地上完成好维和任务，

向盛会献礼。

——中国第 21 批赴刚果
（金）维和工兵分队战士魏伟

自 豪

走出国门，更知祖国强

大！过去5年，我们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南

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目睹这

里战火不息、国贫民弱的现

状后，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

和平、团结、稳定的弥足珍

贵，也更加深刻感受到祖国

的强大。祖国，为你自豪！

为你点赞！

——中国第 3 批赴南苏
丹维和步兵营教导员王斌

过去5年，人民军队涅槃

重生、焕然一新。5年来，党领

导人民军队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

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

大事，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组

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

风形象重塑，在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见证

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感到无比

骄傲和自豪。

——中国第 13批赴苏丹
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指挥
长王星

短短5年，中国综合国力

迅速提升。当神舟飞船飞上

九天，蛟龙深潜器挑战极限；

当歼-20战机鹰击长空，辽宁

舰游弋大洋，作为一名中国

人，我感到无比自豪。历史一

次次证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

复兴。热烈祝贺，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衷心祝福，祖国的

明天更加美好！

—— 中 国 第 21 批 赴 刚
果（金）维和医疗分队干事
廉青

憧 憬

作为亲历者，我感受到党

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生的巨

大变化。作为一名党员，我坚

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中

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

现。作为一名潜艇兵，我一定

时刻绷紧打仗这根弦，努力锻

造能打胜仗的“深海铁拳”！

——中国海军 372艇中士
邹晓波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

成就，党的十九大将为中国未

来发展擘画蓝图。我相信，中

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上，攻坚克难，

奋勇前行，续写中国奇迹的新

篇章，不断夺取新长征路上的

新胜利。

——中国第 16 批赴黎巴
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副队长
周宇

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身处维和战场的我激情满

怀。盛会将掀开新的历史篇

章，为国家和军队的发展指明

方向，注入强大动力。作为一

名党员、一名军人，我要以更加

饱满的热情和斗志撸起袖子加

油干，以优异成绩回报党的恩

情。祝愿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

党越来越好！

——中国第 13 批赴苏丹
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中队
长张剑波

中国第 5批赴马里维和警卫分队日前收到喜讯——该分队副队长段凯峰的一堂党
课，在陆军“四会教练员”比武中获得特等奖。“距离祖国越远，心与祖国连得越紧；离开祖
国越久，对祖国的感情越深。”段凯峰说。

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身处撒哈拉沙漠边缘的中国维和军人士气高涨、豪情满
怀。中国第 5批赴马里维和部队指挥长章海军说：“我们一定不负党和人民重托，坚决履
行维和使命，在世界舞台上彰显中国军队的大国担当。”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央视播出了6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片中，中国海军临沂舰从战火纷飞的也门撤离中外公民的镜头，令人热血沸腾。
“入列以来，临沂舰出色完成中俄联演、亚丁湾护航、出访美澳新、也门撤侨等 40余项

重大任务，出访 10国 11港。”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政委张平骏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海军一次次挺进深蓝，在打赢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临沂舰的经
历，就是一个生动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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